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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 月 18 日讯 （记者
张先明） 为依法惩治有关环境污染犯
罪， 最高人民法院 18 日上午召开新
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布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并公布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案， 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重
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重庆云光化工有限
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胡文标、 丁月生投
放危险物质案等 4 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
案例， 以依法惩治震慑污染环境犯罪，
有效指引执法办案行为。

依法惩治震慑污染环境犯罪 有效规范指引执法办案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四起环境污染犯罪典型案例

（一） 基本案情
自 2006 年 10 月份以来， 被告单

位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

金铜矿 （以下简称 “紫金山金铜矿”）
所属的铜矿湿法厂清污分流涵洞存在

严重的渗漏问题 ， 虽采取了有关措
施， 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该涵洞
渗漏问题日益严重。 紫金山金铜矿于
2008 年 3 月在未进行调研认证的情
况下， 违反规定擅自将 6 号观测井与
排洪涵洞打通。 在 2009 年 9 月福建
省环保厅明确指出问题并要求彻底整

改后， 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整改
措施不到位 、 不彻底 ， 隐患仍然存
在 。 2010 年 6 月中下旬， 上杭县降
水量达 349.7 毫米 。 2010 年 7 月 3
日， 紫金山金铜矿所属铜矿湿法厂污
水池 HDPE 防渗膜破裂造成含铜酸
性废水渗漏并流入 6 号观测井， 再经
6 号观测井通过人为擅自打通的与排
洪涵洞相连的通道进入排洪涵洞， 并
溢出涵洞内挡水墙后流入汀江， 泄漏
含铜酸性废水 9176m3， 造成下游水
体污染和养殖鱼类大量死亡的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 上杭县城区部分自来水
厂停止供水 1 天 。 2010 年 7 月 16
日， 用于抢险的 3 号应急中转污水池
又发生泄漏 ， 泄漏含铜酸性废水
500m3， 再次对汀江水质造成污染 。

致使汀江河局部水域受到铜、 锌、 铁、
镉、 铅、 砷等的污染， 造成养殖鱼类死
亡达 370.1 万斤， 经鉴定鱼类损失价值
人民币 2220.6 万元； 同时， 为了网箱
养殖鱼类的安全， 当地政府部门采取破
网措施， 放生鱼类 3084.44 万斤。

（二） 裁判结果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 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
为： 被告单位紫金山金铜矿违反国家规
定， 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存在的环保隐
患， 继而发生了危险废物泄漏至汀江，
致使汀江河水域水质受到污染， 后果特
别严重。 被告人陈家洪 （2006 年 9 月
至 2009 年 12 月任紫金山金铜矿矿
长）、 黄福才 （紫金山金铜矿环保安全
处处长 ） 是应对该事故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 被告人林文贤 （紫金山铜矿
湿法厂厂长）、 王勇 （紫金山铜矿湿法
厂分管环保的副厂长）、 刘生源 （紫金
山铜矿湿法厂环保车间主任 ） 是该事
故的直接责任人员， 对该事故均负有直
接责任， 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罪 。 据此 ， 综合考虑被告单位自
首、 积极赔偿受害渔民损失等情节， 以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被告单位紫金

山金铜矿罚金人民币 3000 万元； 被告
人林文贤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30 万元； 被告人王勇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 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山金铜矿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案例 2：

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一）基本案情
2005 年至 2008 年间， 云南澄江锦

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业公
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将含砷生
产废水通过明沟、 暗管直接排放到厂区
最低凹处没有经过防渗处理的天然水池

内， 并抽取该池内的含砷废水进行洗矿
作业； 将含砷固体废物磷石膏倾倒于厂
区外未采取防渗漏、 防流失措施的堆场
露天堆放； 雨季降水量大时直接将天然
水池内的含砷废水抽排至厂外东北侧邻

近阳宗海的磷石膏渣场放任自流。 致使
含砷废水通过地表径流和渗透随地下水

进入阳宗海，造成阳宗海水体受砷污染，
水质从Ⅱ类下降到劣Ⅴ类，饮用、水产品
养殖等功能丧失， 县级以上城镇水源地
取水中断， 公私财产遭受百万元以上损
失的特别严重后果。

（二）裁判结果
云南省澄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单
位锦业公司未建设完善配套环保设施，经
多次行政处罚仍未整改，致使生产区内外

环境中大量富含砷的生产废水通过地下

渗透随地下水以及地表径流进入阳宗海，
导致该重要湖泊被砷污染，构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罪，且应当认定为“后果特别严
重”。 被告人李大宏作为锦业公司的董事
长，被告人李耀鸿作为锦业公司的总经理
（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二人未按规范要
求采取防渗措施，最终导致阳宗海被砷污
染的危害后果，应当作为单位犯罪的主管
人员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被告人金大东作
为锦业公司生产部部长，具体负责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和生产调度等工作，安排他
人抽排含砷废水到厂区外， 应作为单位
犯罪的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案发后， 锦业公司及被告人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截污治污，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 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被告
单位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罚

金人民币 1600万元； 被告人李大宏有期
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万元；被告
人李耀鸿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 被告人金大东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

（一） 基本案情
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长风公司”） 委托被告重庆云光
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云光公司”）
处置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次
级苯系物有机产品）。 之后， 被告人蒋

云川 （云光公司法定代表人） 将危险废
物处置工作交由公司员工被告人夏勇负

责。 夏勇在未审查被告人张必宾是否具
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的情况下， 将长风
公司委托处置的危险废物直接转交给张

必宾处置。 张必宾随后与被告人胡学辉

案例 3：

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案

（一） 基本案情
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标新化工公司”） 系环保部门规
定的 “废水不外排 ” 企业 。 被告人胡
文标系标新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 ， 曾
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 2005 年
6 月 27 日被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 ， 缓刑三年 。 被告人
丁月生系标新化工公司生产负责人 。
2007 年 11 月底至 2009 年 2 月 16 日期
间 ， 被告人胡文标 、 丁月生在明知该
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含有苯、
酚类有毒物质的情况下 ， 仍将大量废
水排放至该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 ， 任
其流经蟒蛇河污染盐城市区城西 、 越
河自来水厂取水口， 致盐城市区 20 多
万居民饮用水停水长达 66 小时 40 分
钟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543.21
万元。

（二） 裁判结果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 胡
文标、 丁月生明知其公司在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的废水含有毒害性物质， 仍然直
接或间接地向其公司周边的河道大量排

放， 放任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
康和公私财产安全结果的发生， 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构成投放危险物质
罪， 且属共同犯罪。 胡文标在共同犯罪
中起主要作用， 是主犯； 丁月生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 胡文标系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 依法应当撤
销缓刑， 予以数罪并罚。 据此， 撤销对
被告人胡文标的缓刑宣告； 被告人胡文
标犯投放危险物质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 与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 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被告人丁月生犯
投放危险物质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和周刚取得联系并经实地察看， 决定将
危险废物运往四川省兴文县共乐镇境内

的黄水沱倾倒。 2011 年 6 月12 日，张必
宾联系一辆罐车在长风公司装载 28 吨
多工业废水， 准备运往兴文县共乐镇境
内的黄水沱倾倒。 后因车辆太大而道路
窄小，不能驶入黄水沱，周刚、胡学辉、张
必宾等人临时决定将工业废水倾倒在大

坳口公路边的荒坡处， 致使当地环境受
到严重污染。 2011 年 6 月 14 日，张必宾
在长风公司装载三车铁桶装半固体状危

险废物约 75 余吨，倾倒在黄水沱振兴硫
铁矿的荒坡处， 致使当地环境受到严重
污染， 并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企业
的生产作业产生影响。经鉴定，黄水沱和
大坳口两处危险废物的处置费、 现场清
理费、运输费等为 918315 元。

（二） 裁判结果
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

重庆云光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化工

危险废物处置企业， 违反国家关于化工
危险废物的处置规定， 将工业污泥和工
业废水交给不具有化工危险废物处置资

质的被告人张必宾处置， 导致环境严重
污染 ,构成污染环境罪。 被告人张必宾
违反国家规定， 向土地倾倒危险废物，
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且后果严重， 构成
污染环境罪。 被告人周刚、 胡学辉帮助
被告人张必宾实施上述行为， 构成污染
环境罪。 被告人张必宾投案自首， 依法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据此， 以污染
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重庆云光化工有限

公司罚金 50 万元； 被告人夏勇有期徒
刑二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张必宾有期
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对蒋云川、 周刚、 胡学辉宣告缓刑。 判
决宣告后， 被告单位、 各被告人均未上
诉， 检察机关亦未抗诉。

案例 4：

胡文标、丁月生投放危险物质案

6 月 18 日上午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布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以下简称 《解释》）， 并公布四起环境
污染犯罪的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主任胡云腾，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 公安部治安
管理局副局长马维亚， 环境保护部政法
司副司长别涛出席发布会， 并回答了与
会记者的有关提问。

记者： 一些污染事件发生以后， 媒
体报道个别负有环境监管职能的部门，
特别是一些工作人员， 在监管过程中存
在不到位或缺位现象。 请问， 《解释》
有没有对环境监管的渎职犯罪作出规

定？ 检察机关将怎样加大力度打击环境
监管渎职犯罪？

韩耀元： 《解释》 第二条规定了八
种情形。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行

为 ， 如果符合这八种情形 ， 就应当以
环境监管失职罪定罪处罚 。 应当说 ，
这八种情形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特

点 ， 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监管失职犯罪
的打击力度。

近年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
重视依法查处环境监管渎职犯罪 ， 在

2011 年 1 月到 2012 年 12 月 ， 最高
人民检察院将环境监管渎职犯罪作为

专项工作八个重点查办的领域之一，
严肃查处了一批环境监管渎职犯罪案

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要求， 各级
检察机关要及时依法立案查处职务犯

罪， 加大对职务犯罪打击力度。
记者： 目前一些地方存在阻挠环

境执法的问题， 请问公安和环保部门
如何加强协作？

马维亚： 公安机关在保护环境方
面主要有两项职责， 一是依法严厉打
击环境污染犯罪， 二是依法保护环境
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公安机关历来重视保护环境 、
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工作 ， 近几年依
法查处、 侦办了一大批案件。 但是，
办理环境污染犯罪确实面临一些困

难和问题 ， 比如取证难 、 鉴定难和认
定难 。 《解释 》 的出台 ， 有效地解决
了这些问题 。 公安机关将认真贯彻学
习 《解释》， 部署有关部门、 有关警种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 切实打击环境污
染犯罪。

记者： 过去， 一线人员办案时会发
现存在取证难 、 鉴定难 、 认定难等问
题， 请问 《解释》 采取了哪些有针对性
的措施？

胡云腾：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的衔接， 《解释》 在五个方面突出
了可操作性。

一、 为减轻执法成本， 《解释》 明
确规定一些行为就可以定罪。 比如利用
渗井向地下排污等 。 过去司法鉴定很
难， 现在有这些标准以后， 只要有这些
行为， 就可以定罪， 方便了司法部门查

处这类犯罪。
二、 如果有合法的司法鉴定机构予

以鉴定， 鉴定意见经法庭质证， 查证属
实， 可以定罪。

三、 一些环境污染可能需要一些专
业性的检验或者鉴定， 但如果没有这样
的机构怎么办？ 《解释》 规定， 省级以
上环保部门指定的机构作出的检验报

告， 经法庭查证属实， 也可以认定。
四、 环保部门在日常大气、 水体、

土地监测过程中取得的数据， 只要经过
省级环保部门认定， 确认客观真实， 也
可以直接作为证据。 这就方便了环保部
门执法， 公安机关查案。

记者： 《解释》 从哪些方面体现了
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的精神？

胡云腾： 《解释》 起草中， 鉴于当
前环境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着重考

虑了从严打击。
首先是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

刑门槛。 过去污染环境造成一人以上死
亡的才能定罪， 现在一人以上重伤就可
以定罪。 过去造成三人以上死亡才能加
重处罚， 现在只要造成一人以上死亡就
可以加重处罚。

第二， 从结果犯变成行为犯。 过去
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每一项标准都要有

个结果， 《解释》 中的不少标准规定只
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

第三， 相应地降低了非法处置进口
的固体废物罪、 环境监管失职罪等犯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

另外， 《解释》 还规定了四种可以
酌情从重处罚的情节。 一般来讲， 在司
法解释中规定从重情节是比较慎重的，
但 《解释》 规定了四种情节， 比如故意

闲置环保设备， 在整顿期间仍然屡教不
改、 非法排污、 阻挠执法等等行为。

记者：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中 ， 往
往存在相关执法人员执法不严甚至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等问题 。 请问 ， 环保
部们今后将如何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措

施 ？ 如何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机制？

别涛： 强化环境行政执法监管措施
方面， 环保部门今后将注重源头控制，
严格执行环评制度， 同时加强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的监管 ， 严格监督排污许
可和总量控制 ； 确定执法监管对象中
的重点企业 ， 对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监
管 ； 加强行政执法监管的频次 ， 同时
要辅之自动在线监控技术手段， 并鼓励
公众有奖举报。

加强行政与司法衔接方面， 环保部
门将组织培训， 准确掌握 《解释》 立案
条件、 立案标准； 建立和司法机关特别
是公安、 检察机关执法信息日常交流机
制； 创新鉴定模式， 主动将鉴定结果及
时提供公安、 检察机关。

当前环境违法现象比较普遍， 公众
意见很大， 需要出重拳、 用重典， 综合
运用经济处罚、 人身自由处罚， 以及社
会名誉处罚等手段， 有效遏制环境违法
行为。

减轻执法成本 降低入罪门槛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环保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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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深中法破字第 20号 本院根据吴开松的申请于 2013
年 6 月 3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深圳市卓效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科盛达实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市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3年 8 月 28 日前向深圳市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
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08 号中银花园中行阁 12G。
邮政编码:518038。 联系人:王辉、陈俊杰。 电话 :13077829107、
15013613620、0755-83499011。 传真:0755- 83499011) 申报债
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 深圳市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深圳市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
院定于 2013 年 9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二 O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廊坊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3 年 5 月
18 日裁定受理廊坊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破产一案， 并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决定由廊坊市天佑清算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廊
坊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
管理人廊坊市天佑清算有限公司（通讯地址：廊坊市广阳区东
安市场九栋十号，邮政编码：065001；联系电话：0316-2017578）
申报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

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原件。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
应当说明。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廊坊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廊坊市天佑清算有

限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3年 8
月 2 日上午 9 时在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大审判庭召
开，请债权人准时参加。 [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二 00 八年三月六日依法裁定宣告深洲市棉麻公司
破产还债。 现申请人深州市棉麻公司提交撤回破产申请书，经
债权人审查确认，同意申请人撤回破产申请的方案。 本院根据
破产管理人的申请，依法于二 0 一三年六月四日依法裁定终结
该公司的破产还债程序。 [河北]深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受理的债务人襄樊万襄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年 5月 10日作出（2013)鄂襄阳中破字
第 00003-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襄樊万襄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
产。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湖北省谷城县房地产经营公司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

破产费用，致使清算分配不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5 日裁定终结湖
北省谷城县房地产经营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未得到清算的债权
不再清算。 [湖北]谷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0 年元月 25 日受理的九江市庐山区副食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作出（2010）庐民破
字第 01-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江西]九江市庐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无锡市乐金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无锡晨光漂染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已于 2011年 9月 13日宣告无锡晨光
漂染有限公司破产，经本院指定管理人进行清算，现破产财产已
处理、分配完毕。 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3年 5月 31
日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的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
分配的债权不再清偿。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09年 4月 24日， 本院根据宿迁市红星家乐佳装饰家居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宿迁市红星家乐佳装饰家居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宿迁市红星家乐佳装饰家居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外所负债务，经债权人申报，通过管理人审核
并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后， 经本院裁定确认的债务总额为 1354632
元。 宿迁市红星家乐佳装饰家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资产经评
估、变价后资产总额为 150055元。 申请人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本院认为，宿迁市红星家乐佳装饰家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
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13年 5月 24日裁定宣告宿迁市红星家乐佳装饰家居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2013年 6月 13日， 本院根据江苏松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
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江苏松林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江苏]泰兴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受理的泰州市三精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
定，本院决定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江苏省泰州市姜
堰区桥头镇中心小学（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桥头镇南大
街，桥头镇政府斜对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 出席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自然人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 [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海阳市羊角泮塑料袋厂破产清算一案，因破产
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6月 5日裁定终结海阳市
羊角泮塑料袋厂破产清算程序。 [山东]海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海阳市海滨塑料厂破产清算一案，因破产财产
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第二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6月 5日裁定终结海阳市海滨
塑料厂破产清算程序。 [山东]海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海阳市羊角泮盐业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因破
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6月 5 日裁定终结海阳
市羊角泮盐业总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山东]海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海阳市酿酒厂清算组的申请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裁定受理该厂破产清算一案。 该厂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该厂破产管理人 （海阳市东村法庭院内 ； 电话
13906453318）书面申报债权。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3年 9月 6日上午 10时在东村法庭第一审判庭召开， 望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 [山东]海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西省永济市卿头棉油厂的申请， 于 2009 年 5
月 26日受理该厂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计，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 申请人资产总额为 1049601.05 元， 负债总额 7069913.72
元，企业净资产为-6020312.67 元，资产负债率为 673.58%，已
经资不抵债。 本院认为，山西省永济市卿头棉油厂已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还能力，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破
产清算条件，本院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宣告山西省永济市卿头
棉油厂破产。 [山西]永济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泸州新盛纸业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 2013
年 5月 30 日作出泸泸破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 宣告债务人
泸州新盛纸业有限公司破产还债。 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 75
日内，向本院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3年 8月 20日 9时在本院召开。 望债
权人准时参加。 [四川]泸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赵冬明的申请， 于 2013 年 5 月 2 日裁定受理瑞
安市王邦机械有限公司 （简称王邦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 并
已指定浙江天经律师事务所担任王邦公司的管理人， 王邦公

司债权人应于 2013年 7月 25日前， 向管理人 [地址： 乐清市
城南街道宁康西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25600； 联系人： 李启
磊 （15857777877）、 郑青舟 （13506674035）] 申报债权。 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王邦公司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上午 9
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三楼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2年 12月 25日，本院根据天津市色织八厂的申请裁定

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天津
市色织八厂资产总额人民币 2358.65 元 ， 负债总额人民币
3793854.95元，资产负债率 160849％，已构成资不抵债。 本院认
为，债务人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符合法定的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6 日裁定宣告天津市色
织八厂破产。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2012年 12月 25日，本院根据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建筑
工程公司机械站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截止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建筑工程公司
机械站资产总额人民币 56.71 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 3745783.45
元，资产负债率 6605155％，已构成资不抵债。 本院认为，债务人
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
法定的破产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
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6 月 6 日裁定宣告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
司建筑工程公司机械站破产。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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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 被告人刘生
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 万元。 对被告人陈家洪、 黄福
才宣告缓刑。


